
一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撞车俱乐部 (美) 恰克·帕拉尼克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P154I

重返人间 (美) 恰克·帕拉尼克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P154J

希腊神话故事:天神、英雄与巨人的经典

传说
(美) 唐娜·乔·纳波利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17 N216

埃及神话故事:神祇、巨兽与凡人的经典

传说
(美) 唐娜·乔·纳波利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411.73 N216

编剧: 步步为营.重订本 (美) 温迪·简·汉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053.5 H526

电影剧本写作基础 (美) 悉德·菲尔德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053.5 F318A (1)

电影剧作问题攻略 (美) 悉德·菲尔德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053.5 F318A (3)

贼巢:美国金融史上最大内幕交易网的

猖狂和覆灭
(美) 詹姆斯·B.斯图尔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55 S851

残酷的家规 (美) 朱迪·皮考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P599H (3)

再看我一眼 (美) 朱迪·皮考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P599H (4)

被贴上标签的人 (美) 朱迪·皮考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P599H (5)

一路唱唱歌 (美) 朱迪·皮考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P599H (6)

生命将尽 (美) 朱迪·皮考特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712.45 P599H (7)

来信勿拆:杀人鬼 (日) 浜尾四郎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3.45 B199C

丝绸之路 (日) 大村一朗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3.65 D028A

在全世界迷路 (日) 角田光代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3.65 J676

今天也谢谢招待了 (日) 角田光代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3.65 J676C

神圣懒汉的冒险 (日) 森见登美彦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3.45 S046L

孤独小说家 (日) 石田衣良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3.45 S540J

奇迹 (日) 是枝裕和, 中村航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313.45 S614

二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廉洁自律与党纪红线:《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 中国言实出版社 D261.3 L388A

聚焦“两学一做”若干重要问题深度解

析
主编冯国权, 林瑞华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D261.42 F455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A124 M392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第五

届“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 (2014)”论文

集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

[等]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920.0-532 Z561

新日本语能力考试 N4 读解.第 2版 刘文照, (日) 海老原博编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H369.4 L689A-2 (4)

雷神托尔.1
(美) J. 迈克尔·斯特拉辛

斯基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
J238.2 S894 (1)

车轮上的“对决”:汽车企业 CKD 海外仲

裁实录
杨挽涛著 法律出版社 D922.291.915 Y296

英雄领导力:以正直和荣誉进行领

导:leading with integrity & honor
(美) 威廉·科恩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933 C678A

约翰王

汉译主编辜正坤, 英文主编

Jonathan Bate，Eric

Rasmusse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H319.4:I561 S527M (12)

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 (荷) 弗兰克·安柯斯密特著 译林出版社 K01 A611A

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

(英) 马丁·雅克著 中信出版社 F120.3 J21-2

日本图解钓鱼入门,远投钓法大全
(日) 堤防矶 NAGE TSURI 情

报编集部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G897 D352 (7)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被改变的过去——

人类历史中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著 中信出版集团 K107 E92

摇滚编年史 (英) 戴维·罗伯茨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J609.1 R643

拉封丹寓言 (法) 拉封丹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H319.4:I565 L111 (1),

H319.4:I565 L11...

我们生活的时代 (日) 入江昭著 中信出版社 K107 R848

虚拟论证:论法律人及其他论证者的论

证助手设计:on the desing of argument

assistants

(荷) 巴特·维赫雅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D90-051 V513

2017 李剑考研英语词汇真经 李剑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H313 L185

战略的回归 (美) 杰弗里 L. 桑普勒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93 S192

公司理财精要
(美) 斯蒂芬 A. 罗斯 ...

[等]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F276.6 R823G

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

禁忌:ecology, economics and

population taboo

(美) 加勒特·哈丁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C922 H263

DNA 证据的应用与规制 王志刚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D919.2 W461

物业管理条例:实用问题版.第 2版
法律出版社大众出版编委会

编
法律出版社 D9 F025A-2 (18)

历史讲演录 (法) 雷蒙·阿隆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K01 A769A

市场是公平的 (美) 约翰·托马西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F014.3 T655

如何阅读一本书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商务印书馆 G792 A237



查尔斯·范多伦著

法国检察制度研究 刘林呐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D956.563 L644

与神对话
(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B821 W222A (1)

趣味逻辑 董栋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B81 D692

伯克利科技与法律评论:美国知识产权

经典案例年度评论
万勇, 刘永沛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D971.234 W046-13

戏剧的故事
(美) 埃德温·威尔森, 阿尔

文·戈德法布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J805.1 W747

经济学,微观部分
达龙·阿西莫格鲁, 戴维·莱

布森, 约翰·A·李斯特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0 A173 (2)

海洋旅游学 (韩) 丁硕重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F590.7 D569

经验值为0如何选出大牛股:全球顶级金

融系另类教授独特选股法

(美) 彼得·里奇乌蒂，安妮

特·那科·西斯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830.91 R489

在办公室外思考:活用另外 8小时，做自

由空间里的高产者
(加) 斯科特·扬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934-49 Y68

艺用人体体块解剖学:the dynamics of

the human form.第 2 版

(美) 汤姆·菲林特, (美) 皮

特·斯坦尼尔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J21 F623-2A

你也可以跑得更快:针对速度与耐力的

专业跑步计划:improve technique,

training, and per

(英) 朱利安·戈特, 唐·梅

尔文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G822.32 G573

档案室档案的管理 王岚 中国文史出版社 G271 W255

唐宋貿易港研究 (日) 桑原騭藏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F552.9 S0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法典.第 3版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D923.99 G948-3

三层阅览区

题名 责任者 出版社 索书号

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改变世界的 7种元

素
(英) 约翰·布朗著 中信出版社 N19 B882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美) 凯文·凯利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N49 K29

不可思议的物理 主编夏泳, 狄一中, 张彬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O4 X224

人和物理:莫比乌斯带上的世界 蒋志著 冶金工业出版社 O4-49 J603

水知道答案:每一滴百魔洞水都有长寿

的秘密
(日) 江本胜著 译林出版社 O742 J356

宇宙简史:宇宙的起源、现状与未来 康斯特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P159 K276

难以忽视的真相:经典版 (美) 阿尔·戈尔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P467 G666A



基因:探究、思辩与创新 傅继梁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Q343.1 F923

种子的智慧 赵彦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Q944.59 Z345

你所不了解的植物 (美) 艾米·罗斯特编著 现代出版社 Q94-49 R839

百科图解改变人类历史的那些动物 瀚鼎文化工作室编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Q95-64 H120

不可抹灭的印记之人类的由来及性选

择
(英) 查尔斯·达尔文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Q981.1 D228A

告别节食时代 (美) 特蕾西·曼恩著 九州出版社 R161 M281

30+女性健康, 内分泌是关键 (日) 对马瑠璃子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R173 D950

对症按摩速查图典 李志刚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R244.1-64 L331

外科百效全书 (明) 龚居中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26 G385

视觉陷阱 (德) 格奥尔格·鲁施迈耶著 海南出版社 R339.14 R951

28 天内分泌平衡书 (日) 松村圭子著 团结出版社 R589.9 S750

房定亚治疗风湿病传真 周彩云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R593.21 Z758

辣妈无敌 武宗杨著 青岛出版社 R714.61 W991

如何养好一只狗 (英) 海伦·皮尔斯著 新星出版社 S829.2 P624

无印良品的设计 日经设计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B472 R656A

低碳生活你我他,工作办公篇 孙亚锋, 李雪主编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TK018 S971 (2)

机器人与未来 (美) I·R·诺巴克什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TP242 N931

洞察人心:用户访谈成功的秘密:how to

uncover compelling insights
(加) Steve Portigal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TP311.52 P852

玩转黑客攻防从入门到精通 少侠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P393.081 S322

烘焙大全,面包 饼干篇 (英) 玛莎·戴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TS213.2 D273

上班族就要这样喝茶 周小雨主编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TS272.5 Z808

自制蔬果酵素 100 例 乐明山编著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TS275.54 L075

酒经 (宋) 朱肱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TS971.22 Z842

我是大美人:明星私房养颜经 张蓝依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S974.1 Z138

城市即人民 (美) 亨利·丘吉尔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TU984.712 C563

新手安全驾驶全攻略 (韩) GB 企划中心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U471.15 Q119

时间的力量:10n 秒间的科学:natural

phenomena and their timescales

(荷) Gerard't Hooft, Stefan

Vandoren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Z228 H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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